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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產品逾百隻
銀行鬥搶頭啖湯

共有19家香港銀行可開展 「南向通」
業務，至於可開展 「北向通」 業務的香港
銀行有16家。

中銀：人幣國際化上新台階
中銀香港副董事長兼總裁孫煜表示，

跨境理財通豐富了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內
涵，進一步活躍跨境理財資金雙向流動，
見證人民幣國際化再上新台階，同時亦有
助提升香港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的地位。

中銀香港推出 「中銀跨境理財通」 服
務，參與 「北向通」 的香港投資者，經中
銀香港任何一間分行進行投資者資格核實
後，並指定大灣區內地中國銀行賬戶作為
北向通投資專戶，通過內地中國銀行手機
銀行或親身前往大灣區內地中國銀行完成
兩地賬戶配對後，便可投資於內地中國銀

行精選超過100隻基金和理財產品。參與
「南向通」 的內地投資者，亦可投資逾

100隻理財及投資產品。
內地方面，中行深圳分行的跨境理財

通業務各個環節已準備到位，支持理財通
簽約、跨境匯款、投資產品申贖等多項功
能，且通過線上、線下多渠道均可辦理。

滙豐表示，今日推出 「滙豐大灣區理
財通」 服務，大灣區居民透過數碼渠道可
投資超過100隻精選理財產品。當中 「南
向通」 客戶可投資以多種貨幣計價的貨幣
市場基金和多元資產基金、由國際企業及
政府機構發行的債券，以及11種貨幣的存
款產品； 「北向通」 客戶則可選擇多個混
合型基金、債券基金及貨幣市場基金。

滙豐在大灣區現有的分行中，設立近
60家 「滙豐大灣區理財通中心」 ，有專員

為客戶開立跨境理財通戶口及提供諮詢等
服務。滙豐又指，已在大灣區內地的滙豐
網點開戶的香港客戶，可毋須親身前往內
地，只需在香港分行辦理申請手續。

恒生銀行指出，為 「南向通」 客戶提
供超過140種理財產品，包括涵蓋10種不
同貨幣的存款產品，另有不同區域或環球
策略的基金等； 「北向通」 客戶可選擇覆
蓋不同資產類別的基金。該行投資產品及
顧問業務主管李佩珊透露，計劃今年再增
聘500名前線員工服務理財通客戶，大灣
區是集團跨境業務重點，相信未來5年可帶
來可觀收入。

建行：將推個人化定製產品
建行（亞洲）表示，已精選 「南向

通」 產品數量超過100隻，包括11種幣種
存款產品和不少於100隻基金產品， 「北
向通」 涵蓋24隻理財產品和超過100款基
金產品。未來將持續提升跨境金融服務，
包括為客戶搜尋最合適的投資產品，以及

為客戶定製符合要求的
優質理財產品。該行指
產品、流程、服務、系
統已就緒，預期南北向
首筆交易於今日落地。

跨境理財通即日開通，多間銀行包括中銀香港、恒生銀行、
滙豐銀行及建行（亞洲）都準備就緒，可提供超過100隻合資格
理財產品，如混合型基金、債券基金及貨幣市場基金等，預計可
於今日完成首批交易。同時有銀行提到，已在大灣區內地設有夥
伴銀行投資戶口的香港投資者，可毋須親身前往內地，香港分行
完成辦理申請手續便可參與理財通 「北向通」 。

豐富互聯互通 提升跨境金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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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盼參與 冀拓寬投資品種

▲跨境理
財通正式開
通，為銀行界提
供更廣闊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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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向通
•匯款至香港銀行，

透過香港銀行購買香港理財產品。

額度
•總額度1500億元人民幣

•個人投資額度100萬元人民幣

投資者資格
•粵港澳大灣區內地9市常住居民

•符內地監管機構訂明的資金及投資經驗等條件
•以個人名義作投資

•經香港銀行評估為不屬於弱勢社群客戶

理財產品
•人民幣、港元和外幣存款

•評為低至中風險及非複雜的基金和債券

銀行初期提供產品
中銀香港
•北向通：超過100隻基金和理財產品
•南向通：超過100隻理財及投資產品

滙豐
•提供超過100隻理財產品，南向通：貨幣市場基金和
多元資產基金、債券及11種貨幣的存款產品；北向
通：混合型基金、債券基金及貨幣市場基金

渣打香港
•北向通：多項基金涵蓋貨幣、股票和債券等
•南向通：理財產品，涵蓋存款、外匯和基金等

恒生銀行
•南向通：提供逾140種低至中風險非複雜理財產品，
包括10種不同貨幣的存款產品、基金，以及債券

•北向通：多種覆蓋不同資產類別的基金選擇

建行（亞洲）
•南向通：11種幣種存款產品和不少於100隻基金產品
•北向通：涵蓋24隻理財產品和逾100款基金產品

信銀國際
•南向通：超過140隻合資格基金，包括定息基金、均
衡基金及貨幣基金等，11種貨幣存款及債券

工銀亞洲
•開通初期所提供的合資格理財產品，包括基金、債券
以及不同幣種的存款

招商永隆銀行
•北向通：涵蓋25個子系列共426隻公募理財
•南向通：逾80隻合資格的公募基金及債券

大新銀行
•為大灣區投資者提供約200種理財產品

中國人民銀行深圳中心支行昨公布深圳
地區參與跨境理財通的20家銀行名單。專
家認為，這有利粵港澳三地投資者分享多元

的投資機遇，惟投資產品前，先充分了解和熟悉相關產品，注
意風險避免投資損失。

英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大霄建議，理財通南向投資者
可適當配置香港一些貨幣和債券基金，如與通脹掛鈎的產品，
投資者要慎重投資股票基金，並分散配置，避免單一產品投資
比例過大可能帶來的潛藏風險。香港投資者則可適當配置大灣
區銀行中銷售的貨幣基金和債券基金。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金融與現代產業研究所所
長劉國宏指出，港人要選擇和自己風險匹配能力相應的理財產
品。他建議選擇有實力的投資主體發行的產品。港人應該去投
資自己看得懂的產品，謹慎投資那些看不懂或設計非常複雜的
產品。 大公報記者李昌鴻報道

專家籲投資熟悉產品 嚴控風險
謹慎為上 積極爭取 是次理財通只有銀行能夠參與，證券界則

一直爭取把券商納入到理財通之內。立法會金
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稱，過去已多次向政府反

映，希望盡快讓券商參與理財通，而政府回應會在下一步作考
慮。他指出，由於香港與內地尚未通關，而券商的強項是提供
面對面服務，因此可先等待，並留意銀行的運作，期望能夠在
理財通推出半年後，即約明年3至4月讓券商參與。

香港證券業協會主席李惟宏指，由於理財通是重要政策，
明白到需要循序漸進推行。不過，作為券商代表，當然希望盡
快把券商納入到理財通的參與名單中。目前理財通產品涵蓋低
至中風險，期望讓券商參與後，能拓寬產品的種類。

早前，香港證券業協會發表調查顯示，有62%的受訪業界
認為，若券商能參與理財通，將對其公司業務發展有幫助。李
惟宏認為，券商相對銀行能提供較貼市的投資選擇，開戶流程
亦較需要遵守多國監管規則的環球性銀行靈活。

給港獨分子上一堂法治課

龍眠山

「港獨」 分子邵嵐近日在希臘被
捕，其同夥及幕後勢力又驚又怒，要
求 「立即放人」 ，但希臘政府不吃這
一套，連律師要求到拘留所會見邵嵐
都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去。

在日前舉行的奧運聖火點燃儀式
綵排活動上，邵嵐夥同一名 「藏獨」
分子在雅典衛城的棚架上懸掛 「港
獨」 標語及 「藏獨」 旗幟，並高叫有
關口號，結果因觸犯當地法律，被警
方逮捕及通宵扣查。兩個被外國勢力
操控的小丑鼓吹抵制北京冬奧不成，
反而成為世界笑柄。而其所作所為也
再次印證了這群人對法治的漠視。

擁有美國國籍的邵嵐，在前年黑
暴熾熱之際，在外力指使下，與張崑
陽等組織所謂 「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
務代表團」 ，除為暴力辯護、高調舉
行 「港獨」 集會外，還主打 「國際
線」 ，勾結國際反華勢力，要求西方
干預香港事務、接收香港 「抗爭者」
及對香港進行制裁。香港國安法落實
後，邵嵐 「叫人衝，自己鬆」 ，第一

時間逃往歐洲會合其他逃亡的 「港
獨」 分子，並加入英國人羅傑斯成立
的 「香港觀察」 ，繼續從事分裂活
動。今次到希臘搞事自然是奉了幕後
勢力的指令，不料一開始就撞到門板
上，嘗到法律無情的滋味。

邵嵐一向 「擘大眼、講大話」 ，
年前就因為在撐暴方面反口覆舌而被
德國電視台記者質問得 「口啞啞」 ，
不敢直視對方的眼睛。這一次，邵嵐
又充當國際反華勢力的應聲蟲，胡說
什麼中國在香港、西藏、新疆、內蒙
實施 「種族滅絕」 云云。其實，美國
大規模屠殺印第安人，加拿大 「寄宿
學校」 淪為原居民兒童墳場，才是真
正的種族滅絕、慘絕人寰，邵嵐敢追
究洋主子的責任嗎？

希臘政府給那些無法無天的 「港
獨」 分子上了一堂法治課：犯法就是
犯法，犯法就要執法，管你是什麼國
籍，高喊什麼口號。當然，和暴徒講
法治，無異於對牛彈
琴！

思想通，一通百通 觀念變，一變百變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出席一個

粵港澳大灣區論壇時指出，港人應摒
棄 「大香港」 或 「小香港」 心態，以
「四新精神」 及 「四通策略」 推動北

部都會區建設。林鄭提到香港發展的
「心態」 問題，可以說抓住了問題的
實質，牽住了 「牛鼻子」 。

所謂 「大香港」 心態，就是一些
港人自我感覺良好，認為香港什麼都
強，看不起內地，不願與內地城市合
作；所謂 「小香港」 心態則走向另一
個極端，就是覺得香港發展樣樣不如
人，擔心與深圳融合發展，最終會被
對方 「吃掉」 。這兩種心態都不健
康，更不正確，成為香港融入大灣區
及國家發展大局的主要障礙。

其實，大灣區建設及前海方案賦
予了香港新動能，是香港搭乘國家發
展快車千載難逢的機遇。香港與深圳
融合發展是在 「一國兩制」 原則下推
進，這是豐富 「一國兩制」 的實踐，
而不是模糊化 「一國兩制」 。深圳從
沒有 「睇低」 香港，港深融合發展是

強強聯合、優勢互補，是 「1＋1大於
2」 。換言之，北部都會區如果沒有深
圳配合是難以想像的。

因此，林鄭強調推動北部都會區
建設時，要有 「四新精神」 ，包括：
空間拓新、觀念更新、政策創新及機
制革新； 「四通策略」 則是基建聯
通、政策貫通、機制互通以及民心相
通。 「四新」 與 「四通」 相輔相成，
相得益彰。

在 「四新」 及 「四通」 之中，最
重要的是觀念更新，思想 「通」 了，
一通百通。以房屋問題為例，香港從
來不缺土地，但為什麼過去拓土舉步
維艱？原因就是思想 「禁區」 太多，
這裏不能動土，那裏不能發展，以致
走入死胡同。如今特區政府從大灣區
建設的高度，提出北部都會區方案，
規劃出三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可容納
250萬人口，創造數以萬計就業機會，
其中包括大量與創科相關的高增值就
業機會，同時一舉突破香港發展 「重
南輕北」 的傳統格局，形成 「啞鈴

式」 發展、雙輪驅動。
思想上通了，還要有機制更新跟

進配合。林鄭強調要多管齊下拓展土
地，儘管北部都會區的一些土地歸屬
有待釐清，但政府需要收地時就收
地，必要時動用公權力，收回包括漁
塘在內的數百公頃土地，如此一來香
港濕地面積可擴大至2000公頃，既能
發展，又能保育，一舉兩得。

事實上，特區政府完全有權收回
土地以供發展，包括使用被視為 「尚
方寶劍」 的《收回土地條例》。過去
政府有權不用，自縛手腳，陷入被
動，一旦拆牆鬆綁，局面立即煥然一
新。 「劍」 就在特區政府手中，就看
敢不敢用、如何使用。

中央為香港發展掃除各種障礙，
香港迎來全新的建設局面。北部都會
區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一
環，也是香港實現發展突破的關鍵一
環，能否抓住機遇，解決深層次矛盾
和問題，對特區政府全體公務員乃至
是全社會，都是重大考驗。


